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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01）

二零一六年中期業績公佈

業績

權智（國際）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業績連同二零一五年同期比較
數字如下。由於自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開始，本公司將其財政年度結算
日由三月三十一日更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故本公佈所呈列的本公司財務報表乃截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而比較數字則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入 3 151,923 88,352
銷售成本 (122,468) (63,231)  

毛利 29,455 25,121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12,641 6,852
銷售及分銷支出 (10,569) (11,766)
行政支出 (30,468) (27,595)
研究及開發支出 (9,740) (11,020)
其他經營收入，淨額 — 182
融資成本 4 (864) (466)
應佔合資公司溢利 699 825  

稅前虧損 5 (8,846) (17,867)
所得稅支出 6 (12) —  

本期虧損 (8,858) (17,867)  

其他全面虧損
於往後期間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虧損：
折算海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4,922) (4,475)  

本期全面虧損總額 (13,780) (22,342)  

* 僅供識別



— 2 —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應佔虧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8,119) (17,047)
非控制權益 (739) (820)  

(8,858) (17,867)  

應佔全面虧損總額：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 (13,176) (21,785)
非控制權益 (604) (557)  

(13,780) (22,342)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基本 8 (0.28港仙 ) (1.19港仙 )  

攤薄 (0.28港仙 ) (1.19港仙 )  

有關股息之詳情於簡明財務報表附註7披露。

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續）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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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六年
六月

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07,747 313,508
預付土地租賃款額 44,290 45,668
遞延開發成本 552 756
合資公司之投資 4,976 4,290
聯營公司之投資 18 18
可供出售投資 7,300 7,300
長期按金 10,437 10,688  

非流動資產總額 375,320 382,228  

流動資產
存貨 70,099 58,590
應收貿易賬款 9 29,413 20,300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7,082 14,264
應收一間合資公司賬款 295 885
可退回稅款 1,786 1,826
已抵押存款 — 48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90,618 375,161  

流動資產總額 409,293 471,51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0 40,118 54,431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負債 147,951 153,998
附息銀行借貸 11 24,887 68,927
撥備 999 945
應付稅款 120 123  

流動負債總額 214,075 278,424  

流動資產淨值 195,218 193,09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70,538 575,318  

非流動負債
股東貸款 119,000 110,000  

資產淨值 451,538 465,318  

股權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股權
已發行股本 287,439 287,439
儲備 170,966 184,142  

458,405 471,581
非控制權益 (6,867) (6,263)  

股權總額 451,538 46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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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未經審核及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香
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
16之適用披露規定而編製。

2. 主要會計政策

除按公平值計量的投資物業及若干金融工具外，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按歷史成本基準編製。

本集團已於該等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納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投資實體：綜合入賬例外情況之應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8號修訂本 
（二零一一年）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收購共同經營權益的會計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28號修訂本 
（二零一一年）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本 主動披露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41號修訂本

農業：生產性植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本 
（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的權益會計法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的年度改進 對多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作出的修訂

採納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未造成重大財務影響，而該等簡明綜合財務報
表所應用的會計政策亦無重大變動。

該等準則變化概無對本集團當前或以往期間如何編製或呈列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本集團並無
應用在當前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準則或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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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業務分類資料

本集團報告業務分類資料之主要形式為業務分類。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金屬鎂產品
個人通訊

產品 策略產品
企業及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41,045 23,575 87,303 — 151,923     

分類業績 (9,533) 2,024 (1,184) (539) (9,232)

對賬：
利息收入 551
融資成本 (864)
應佔合資公司溢利 699 

稅前虧損 (8,846)
所得稅支出 (12) 

本期虧損 (8,858)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未經審核）

分類資產 285,334 31,433 162,231 6,916 485,914
對賬：
未分配資產 298,699 

總資產 784,613 

分類負債 134,377 11,453 42,966 272 189,068
對賬：
未分配負債 144,007 

總負債 333,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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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

金屬鎂產品
個人通訊

產品 策略產品
企業及
其他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 24,554 63,798 — 88,352     

分類業績 — (5,635) (8,912) (3,900) (18,447)

對賬：
利息收入 39
融資成本 (466)
應佔合營公司溢利 825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182 

稅前虧損 (17,867)
所得稅支出 — 

本期虧損 (17,867)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經審核）

分類資產 258,397 37,482 164,614 3,281 463,774
對賬：
未分配資產 389,968 

總資產 853,742 

分類負債 149,191 13,598 45,123 1,462 209,374
對賬：
未分配負債 179,050 

總負債 38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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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融資成本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於五年內全數償還之銀行借貸利息 864 466  

5. 稅前虧損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集團之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存貨撥備 716 554
撥回其他應收賬款減值 (5,905) —
遞延開發成本攤銷 204 283
預付土地租賃款額攤銷 593 243
折舊 8,786 4,699
銀行利息收入 (551) (39)  

6. 所得稅支出

截至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截至
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集團：
期內支出 — 其他地區 12 —  

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向股東派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股息（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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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a) 每股基本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本公司普通股股權持有人應佔本期虧損8,119,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
日：17,047,000港元）及期內已發行股份2,874,390,058股（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1,437,195,029
股）計算。

(b) 每股攤薄虧損

本集團於該等期間概無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

9.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之平均信貸期為30至90天。

以下乃應收貿易賬款根據到期日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 60天 23,533 19,101
61 – 90天 1,028 127
超過 90天 4,852 1,072  

29,413 20,300  

10. 應付貿易賬款

以下乃應付貿易賬款根據到期日之賬齡分析：

二零一六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0 – 60天 36,923 51,350
61 – 90天 418 45
超過 90天 2,777 3,036  

40,118 54,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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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息銀行借貸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實際利率 (%) 千港元 實際利率 (%)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經審核）

流動
銀行借貸，已抵押並須於 
一年內或按要求償還 3.0 – 3.9 24,887 2.6 – 8.6 68,927    

附註：

(a)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貸款以下列各項作抵押：

(i) 以本集團於報告期末賬面總值約7,105,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245,000港
元）之樓宇作按揭抵押；

(ii) 以本公司及本集團旗下附屬公司簽立之公司擔保作抵押。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回顧期內，環球經濟仍持續不景氣，但電子產品業務的策略調整及業務優化，開源節流雙
管齊下，使總銷售收益明顯上升，也提升了整體營運效益，使現有業務得以轉虧為盈。回顧
期內，本集團位於新疆的金屬鎂生產基地正式營運投產，將成為本集團新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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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本集團各業務單位狀況之回顧：

金屬鎂業務

本集團位於新疆的鎂製品生產商，其已建成的鎂產品及蘭炭生產線年產能分別為1.5萬噸及
60萬噸。其中，金屬鎂生產線經過調試後，已於期內成功開始投入生產，金屬鎂規劃總產能
為10萬噸。目前，金屬鎂生產線主要以生產鎂錠為主，而技術改造項目已經陸續完成，新增
加的部分設施將於今年第三季度完成。技術改造將能優化本集團將來的金屬鎂產品，以符合
本集團之營運策略，致力提升高毛利產品之生產及銷售比例。

製造業務單位

二零一六年上半年，電子製造業務（「電子製造業務」）訂單出現下降趨勢，但觸摸屏業務則有
所增長，使製造業務單位之虧損減少。製造業務單位將繼續努力控制開支降低成本，以維持
競爭力，並致力鞏固觸摸屏業務，提升收入及盈利。

策略產品策略業務單位

來自日本的銷售收入於回顧期內有所增長，使策略產品策略業務單位於上半年度之虧損收
窄。但受日元波動及轉強影響，預期下半年度銷售收入將明顯減少。本業務單位將進一步拓
展產品線及客源，以帶動銷售增長。

個人通訊產品策略事業部

回顧期內，個人通訊產品策略業務單位的銷售收入略勝預期，並錄得盈利。預料下半年度新
產品線能繼續提供穩定盈利，管理層有信心個人通訊產品策略事業部能保持增長及盈利。

展望

金屬鎂作為綠色輕質新材料，能有助達到節能減排目標，對汽車、通訊設備零件輕量化有著
重要作用。中國的鎂產量、儲量及出口量均為全球第一，中商產業研究院大數據庫數據顯
示，2015年中國鎂合金產量為41.5萬噸，消費量為30萬噸。鎂合金現時主要應用除了交通
領域外，也應用在移動電話、筆記本電腦外殼、飾件等壓鑄產品，同時於汽車、家電製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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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的應用也愈見廣泛。隨著下游需求的快速增長，鎂合金行業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將顯著
提升。管理層看好金屬鎂的巨大發展潛力，在節能減排成為經濟社會發展趨勢下，開拓金屬
鎂業務將引領本集團跨進另一發展階段。

本集團電子業務之主要市場，日本及歐洲以至環球之經濟情況仍不太樂觀，並將影響各業務
單位下半年度之營運表現。各業務單位將致力鞏固現有客戶，同時加強開拓市場及銷售網
絡，拓展產品線，發掘新客戶及新業務機會，為本集團帶來銷售增長及溢利貢獻。

財務回顧

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之銷售收益為約151,923,000港元，較截至二
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止期間增加71.9%。於回顧期，金屬鎂、個人通訊產品及策略產品業務
單位分別錄得銷售收益41,045,000港元、23,575,000港元及87,303,000港元。

本集團於回顧期之營運虧損為約7,982,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約17,583,000港
元）。扣除融資成本約864,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約446,000港元）後，除稅前虧
損為約8,846,000港元（二零一五年九月三十日：約17,867,000港元）。

流動性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結餘及現金（包括銀行存款）為290,618,000港元（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375,649,000港元）。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銀行借
貸為24,887,000港元（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68,927,000港元）。本集團之銀行借貸為
浮息短期借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有股東貸款119,000,000港元（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110,000,000港元），該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毋須於12個月內還款。於二
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產負債比率（即銀行借貸總額加股東貸款除以股東權益總
數）為31.8%。期內之利息支出為864,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或然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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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匯及財務政策

本集團大部份商業交易、資產及負債均以港元、日圓、美元或人民幣計值。本集團一貫之財
務政策為小心控制重大外匯風險，並在其可能對本集團造成重大風險時盡量減低外匯風險。
於過去六個月內，本集團並無進行任何利率或外匯之投機活動。

員工關係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香港聘有65名僱員（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73
名），於中國聘有825名僱員（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07名）及於日本聘有6名僱員（二
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名），分別較去年同期減少約11%及9%以及增加約20%。除薪
酬外，本集團亦為員工提供有薪年假、醫療保險及公積金等其他員工福利。

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全體股東、客戶、供應商及銀行致謝，多謝他們多年來對本集團之支 
持，亦感謝全體員工於期內辛勤工作及為本集團所作之貢獻。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成員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鄺炳文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張省本先生及 
關毅傑先生。於回顧期內，審核委員會已舉行兩次會議，以檢討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
政策，並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匯報事宜。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
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中期業績。

審核委員會對提升本公司企業管治作出正面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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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常規

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附錄14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惟以下偏離情況除外：

根據守則條文第A.6.7條，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他非執行董事須出席股東大會，並對股東之
意見有公正的瞭解。其中：

— 非執行董事孟健教授及非執行董事譚偉豪博士太平紳士因有其他事項處理而無法出席於
二零一六年五月十七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10所載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以不
遜於標準守則之條款，作為其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經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
詢後，於截至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所有董事確認彼等均已遵守標準守則之要
求。

承董事會命
權智（國際）有限公司

主席
沈世捷

香港，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佈之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執行董事 : 沈世捷先生及池碧芬女士

非執行董事 : 孟健教授及譚偉豪博士太平紳士

獨立非執行董事 : 鄺炳文先生、張省本先生及關毅傑先生

網址：http://www.gsl.com.hk


